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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 :作为叙写人生幻灭的小说《红楼梦 》,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庄禅情结有着天然的关系。小说

在楔子故事里就以之为提引 ,在同类人物中设置隐喻 ,宝玉的人生则贯串着挫折时的庄禅意识。因此用庄禅思想

解读《红楼梦 》,是认识《红楼梦 》题旨的又一重要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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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红楼梦 》是一部叙写人生幻灭的小说 ,与中国
古代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庄禅情结伴生着天然的关
系。也因此 ,分析与探究《红楼梦 》中的庄禅思想 ,

是解读《红楼梦 》主题、认识《红楼梦 》作者的创作思
想的重要途径之一。

一、楔子明义 :庄禅思想的提引

《红楼梦 》的楔子是“女娲娘娘炼石补天而遗
石 ”的故事 :女娲娘娘因见天破而炼石补之 , ———其
炼石之地在“大荒山 ”,脂砚批曰“荒唐也 ”;其弃石
之处在“无稽崖 ”,脂砚批曰“无稽也 ”。这两个地名
称谓 ,就给出了一些氛围。女娲娘娘炼石计三万六
千五百零一块 ,补去三万六千五百块整数 ,而恰遗下
一块 ! 这一块“遗石 ”,即是小说《红楼梦 》一号男主
角贾宝玉的前身 ,作为具有浓厚自叙传意味的小说 ,

也就必然浸润着《红楼梦 》作者曹雪芹的主观寄托。
作者首先是通过刻在这块石上的偈语诗来表达这种
寄托的 : ———无才可去补苍天 ,枉入红尘若许年。此
系身前身后事 ,倩谁记去作奇传 ? “无才可去补苍
天 ”之旁侧 ,有深谙作者创作旨意的脂砚斋批道 :

“书之本旨”! 我们知道 ,庄禅思想的突出之点就是
“弃世 ”、“避世 ”意识。

楔子接下来的故事是经过修炼而幻成人形的遗
石思凡下界。作者设计遗石下凡的“中介 ”者恰是
和尚茫茫大士与道士渺渺真人 ,使得庄禅意识更加
明晰了。

当宝玉前身的这块石头对这两位仙师持弟子之
礼说出对“人世间荣华富贵心切慕之 ”,并恭维其有
“补天济世之材 ,利物济人之德 ”,暗示仿效而请求
“携入红尘 ”时 , ———表明着石头的“入世 ”与“避
世 ”、“积极的 ”儒与“消极的 ”道佛之间的激烈的冲
撞。这时 , ———

二仙师听毕笑道 :“善哉善哉 ! 那红尘中有却

有些乐事 ,但不能永远依恃。况又有美中不足、好事
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 ;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、人非物
换 ,究竟是到头一梦、万境皆空。———倒不如不去的
好。”①

这里先注上一笔 , ———脂砚斋在“乐极悲生、人
非物换、到头一梦、万境皆空 ”旁批曰 :“四句乃一部
之纲 ”① ,也就是把作者的浓重的庄禅意识作出重大
的宣示。

作者并没有就此罢手。在楔子结束时 ,通过空
空道人将这“石上所记 ”的故事“石头记 ”抄下来 ,易
名为“情僧录 ”,又说了一番画龙点睛的话 : ———“因
空见色、由色生情、传情入色、自色悟空 ”,把作者的
人生渺茫、万境皆空的庄禅思想再次作了渲染。这
样 ,才把故事《石头记 》推向读者面前。

这里 ,我们还不妨把“楔子 ”的概念稍作扩大 ,

上文“楔子 ”的划定是批者脂砚斋的观点② ;假如我
们用如今创作学的观点 ———楔子指的是主干故事引
入部分或主干故事的开头部分 ———去审视整部《红
楼梦 》的话 ,则整个第一回都是可以称作“楔子 ”的 ,

因为作者在第一回中鲜明地用甄士隐家的荣枯影射
贾府的荣枯 ,用甄士隐家的失火毁家预示贾府的最
后“直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”失火毁灭 ,用甄士隐
的出家预示贾宝玉最后的“遁入空门 ”。

甄士隐的故事则再一次地强调了庄禅意识。作
为小说的穿线接引人物 ,“甄士隐 ”的谐音意义“真
事隐 ”,就已隐有庄禅意识。作者让他顿悟人生、看
破红尘 ,跟着跛足疯道人出家去了。而甄士隐对疯
道人的《好了歌 》正有着最为彻底的了悟。作者通
过甄士隐的口 ,作了一篇对所有读者几乎都曾经起
到过振聋发聩作用的《好了歌解注 》:

陋室空堂 ,当年笏满床 ;衰草枯杨 ,曾为歌舞场。
蛛丝儿结满雕梁 ,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。说什么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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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浓、粉正香 ,如何两鬓又成霜 ?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
骨 ,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、银满箱 ,展眼乞
丐人皆谤。正叹他人命不长 ,哪知自己归来丧 ! 训
有方 ,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;择膏粱 ,谁承望流落在烟
花巷。因嫌纱帽小 ,致使锁枷扛 ;昨怜破袄寒 ,今嫌
紫蟒长。乱哄哄 ,你方唱罢我登场 ,反认他乡是故
乡。甚荒唐 ,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!

疯道人笑道“解得切 ,解得切 ! ”甄士隐便大彻
大悟 ,笑着说“走吧 ! ”便出家去了。

这里 ,脂砚斋还在“走吧”之上眉批道 :“‘走吧 ’
二字 ,真‘悬崖撒手 ’,若个能行 !”正是通过甄士隐
的眼睛 ,看见了可称作小说题旨的太虚幻境中的著
名的对子 : ———假作真时真亦假 ,无为有处有还无。
这是一副禅味十足的对联。我们又知道 ,贾宝玉人
生幻灭后的结局 ,正是“悬崖撒手 ”,遁入空门。这
里又是预伏一笔。

这就是“楔子 ”,或者是第一回中所体现出的庄
禅思想。其具有开宗明义的作用 ,具有定下基调的
作用是不言而喻的。

二、人物设置 :庄禅思想的认同

小说是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题旨的。《红楼
梦 》不是以释老为题材、以僧道为主角的小说 ,作品
表达庄禅思想方面 ,则通过在社会同类人物中有选
择地设置“代表 ”,再通过他们与其社会同类的隐照
比较 ,用以表现作者的庄禅思想倾向。

(一 )官场失意的出路
《红楼梦 》描写了一类官场人物或者儒士人物

的 ,例如 ,贾敬、贾赦、贾政三兄弟 ,贾雨村、甄士隐
等。三兄弟作为“官 ”这么一个社会类别群体而作
出比较描写 ,贾雨村、甄士隐作为另一类可资比较的
社会类别群体。

贾敬是“进士出身 ”并袭了宁国公爵位 ,贾赦亦
承袭荣国公的爵位 ,贾政则是皇帝额外授予主簿后
升了员外郎的官 ,总之 ,三兄弟曾经都是朝廷命官。
但是 ,贾敬袭了官位后却不愿做官 ,给了儿子贾珍 ,

自己却做起了道士 ,把这种啸吟泉林的道士生涯作
为打发余生的去处 ! 作者虽然并未用多少褒扬的色
彩去描写贾敬这个人物 ,但显然是用以与他的两个
堂兄弟做对比的 ,而且昭示着 :他那避世的道士生涯
实在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

假如说贾敬是一个中性人物的话 ,贾赦却是一
负面人物。他留给读者最深的印象是胁迫鸳鸯作他
的妾 ! 因此连平儿 ,袭人等丫头也这样议论他 :“这
个大老爷太好色了。”而他的母亲贾母则这样责备
他 :“不好好做官 ,只管陪着丫头婆子喝酒 ! ”今见在
第八十回以后贾赦的结局 ,因交通外官 ,依势凌弱 ,

被割去世职 ,发往边疆赎罪 ,这当与原有构思大致不
差。这两相比较 ,贾敬弃官避世的选择比贾赦的当
官而放逐的结局不知好到哪去了。

贾政在《红楼梦 》中算是一个正面人物 ,却是定
位于古板迂腐的层面上的 ,他治家少精力而被贾珍、
贾琏等渐次搞得乌烟瘴气 ;做官缺能为而被人蒙骗。
总之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窝囊官。我们可以
看出 ,他在封建秩序日薄西山与家族衰颓前 ,显得那
样的疲惫、无奈 ,远没有他的堂兄贾敬那种弃官避世
的洒脱。这就是作者的庄禅意识的流露。

甄士隐虽然不是官 ,是儒士 ,但是他与后来成为
大官的贾雨村却有着太多的可比性。两人都是最早
出场的穿线人物 ,贾雨村是接受甄士隐的资助才得
以赶考功名并做官的。然而 ,贾雨村一辈子为名利
所误 ,虽然有第一次“贪酷 ”与“恃才侮上 ”而革职的
深刻教训而不记取 ,在通过贾政的斡旋而做上应天
府尹以后 ,继续徇私枉法 (乱判葫芦案 ,在第四回 ) ,

讹诈石呆子古扇而将其逼死。 (第四十八回 )据八
十回后的探佚 ,估计他在贾府抄籍案里会落井下石 ,

这应当是符合其性格的逻辑的。———这样也就符合
了“致使锁枷扛 ”的预言。

而甄士隐虽终生为民 ,犹不能抵御多舛命运的
捉弄 ,终致“贫病交攻 ”、“垂暮 ”而“露出下世的光
景 ”,此时才终于找到做道士的避世之路的。然而
他一旦避世 ,即厄消运生 ,竟然几如“返老还童 ”,直
至《红楼梦 》之卷终 !

因此 ,甄士隐与贾雨村之比 ,是民与官之比 ,是
出世与入世之比 ,是淡薄名利与追逐名利之比 ,而结
果则是是颐养天年与扛枷入囚之比 ! 这里隐含的倾
向 ,是对避世的庄禅意识的充分肯定。

(二 )情场失意的归宿
《红楼梦 》是写爱情悲剧的小说。爱情悲剧的

结局有哪些 ?

《红楼梦 》中男一号贾宝玉是“情种 ”、“情主
人”、“护花使者 ”,维护“纯情 ”、“真情 ”的双方不应
有亵渎的结局。他认定女子是“水做的骨肉 ”,更不
能有丝毫的轻慢与冒犯。因此 ,作者设定的他爱情
的悲剧是“死 ”与“禅逃 ”。

“死 ”是爱情悲剧的天然结局。黛玉是“质本洁
来还洁去 ”,迎春是“一载赴黄梁 ”,晴雯是“寿夭多
因诽谤生 ”,尤三姐是“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”,金钏是
“金簪儿掉在井里头 ”③

,司棋是“为徇私情撞墙
死 ”, ⋯⋯这是作者维护“水做的骨肉 ”的纯洁的一
种做法。

另一种做法是“禅逃 ”。柳湘莲原是世家弟子 ,

小说中与宝玉约略是“同类证相知 ”。当由于柳湘
莲为误传所惑 ,误会了尤三姐的痴情而专一的等待 ,

决定索回聘礼鸳鸯剑而欲毁婚约 ,遂导致刚烈的尤
三姐“揉碎桃花红满地 ,玉山倾倒再难扶 ”。柳湘莲
自是悔恨交加 ,后来 ,瘸道士的几句禅语点化了他 :

“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 ,我系何人。不过暂来歇
脚而已 ”,遂顿悟苦难的人生不过是“暂时歇脚之
地 ”,乃“掣出那股雄剑来 ,将万根烦恼丝 ,一挥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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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 ,便随那道士 ,不知往哪里去了。”柳湘莲的“禅
逃 ”,是情场失意者的归宿 ,在男尊女卑、一夫多妻
盛行的封建社会 ,对男子说来 ,更是圣洁的难以企及
的一种境界 ,所以是作者极所所礼赞的。———说到
底 ,是作者庄禅意识的作用。

女子的“禅逃 ”比男子更合理一些 ,在《红楼梦 》
中也似乎多一些。惜春“独卧青灯古佛旁 ”,是三
春、钗黛湘的爱情悲剧给她启示后的唯一选择 ;晴
雯、金钏的爱情悲剧使芳官与蕊官、藕官“美优伶斩
情归水月 ”,缘绝红尘 ;八十回后的紫鹃见故主黛玉
已逝 ,以主动服侍惜春而出家 ,极为符合紫鹃的“义
仆 ”形象。作者的这些措置 ,都为使这些“水做的骨
肉 ”保持了冰清玉洁的形象。

对爱情忠贞而“禅逃 ”的代价是“禁欲 ”,这是违
背自然之本性与人伦之本性的 ,无论从“人 ”、“自
然 ”、“社会 ”的角度看 ,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
择 ,显然也不当是《红楼梦 》作者的宗教层面的本
意。因此 ,作者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“禅逃 ”了却又
苦苦眷恋红尘的女尼 ———妙玉。妙玉是《红楼梦 》
中的正面形象 ,位列“金陵十二钗 ”正册之六 ,可以
说是孤高雅致而才华横溢。然而 ,小说偏偏写空门
修行的她竟然借贾母刘姥姥钗黛观赏栊翠庵时 ,邀
宝玉以“品茶论道 ”;在宝玉生辰时竟然“飞帖贺
寿 ”;在八月中秋夜 ,竟然独出“禅关 ”,“偷窥 ”凡尘
赏月的人伦之乐 ———不是希冀与宝玉的邂逅之遇
吗 ! 这里应该是反映出作者对爱情的“禅逃 ”的痛
苦的认识与挣扎 !

三、人生挫折 :庄禅意识的萌延

贾宝玉的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着作者及小说的
基本思想 ,庄禅意识自然应当在贾宝玉身上有着最
为具体的反映。

先从大处说作者赋予宝玉身上的庄禅意识。
一、开头。上文说及的“宝玉 ”在楔子故事里的

“补天遗石”角色的自我设定 ,具有“奠基 ”作用。因
此 ,“无才可去补苍天 ”,不仅是一种自我的调侃与
解嘲 ,而且是避世逃世的人生总体定位。小说中具
体描写的贾宝玉不愿读经、不愿走科举功名之路、不
愿经邦济世、不愿立身扬名都是与“遗石 ”的弃世意
识完全谐协的 ,形成了贾宝玉的不同于任何人的思
想文化的基因。这一基因 ,应当即是庄禅意识。

二、结局。按程高的续本 ,宝玉的结局是出家为
僧。于是 ,这个《红楼梦 》的一号主角成为庄禅意识
的名实相符的实践者。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有以下一
条夹批 :

⋯⋯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 ,故后文方有
“悬崖撒手 ”一回。若他人得宝钗之妻 ,麝月之婢 ,

岂能弃而为僧哉 ? 玉一生偏僻处。
红学家对这条批语的解读往往有误 ,认为宝玉

之为僧仅仅是对婚姻的不满 ,这种解读是皮相的 !

宝玉之所以为僧者 ,乃是对人生 (自然包括爱情 ,含
假如活着的黛玉 )幻灭的彻底的绝望。从这个意义
上说 ,《红楼梦 》,或者说贾宝玉的结局是颇有深意
的 !

宝玉的庄禅意识几乎是贯串始终的 ,特别是一
待他遇到挫折 ,庄禅意识马上萌生而延续。第二十
一回 ,因湘云来府 ,宝玉与之稍过亲密 ,引起黛玉妒
忌、袭人的恼怒、麝月的不理不睬。这大概是最为轻
微的人生挫折了吧 ? 但是 ,他却从《南华经 ·胠箧 》
求取解脱 ,竟然由“绝圣弃智 ,大盗乃止 ”发出联想 ,

写出自己在聪明伶俐美丽灵巧的袭人麝月黛玉宝钗
漩涡里不能应付裕如的解决方法 :“焚花 (袭人 )散
麝 ,而闺阁始合其劝矣 ;戕宝钗之仙姿 ,灰黛玉之灵
巧 ,丧灭情意 ,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。”这实在是
对庄子思想的领悟 !

总之 ,挫折中的贾宝玉 ,以从庄禅中寻求解脱作
为唯一的出路。

对付人生挫折的逃避态度是庄禅思想的核心意
识 ,而“出家 ”又正是其具体体现。第二十九回宝玉
黛玉因“金麒麟 ”引发张道士为宝玉说媒等涉及“金
玉姻缘 ”的说辞而拌嘴 ,第三十回宝玉前来赔不是 ,

因此而引出宝玉对黛玉说起“你死了 ,我做和尚 ”的
著名“语录 ”。才隔一回 ,在第三十一回中的相似的
语境中 ,宝玉对袭人说了与这完全相同的话。而且
还有意让在场的黛玉说出“做了两回和尚了 ! 我从
今后 ,都记着你做和尚的数遭儿。”作者让宝玉潜意
识地频繁地表述“禅逃 ”意识 ,自然是表明着宝玉的
也是自己的庄禅的思想倾向。

庄禅思想是我国的民族思想的重要基因。其无
论时间空间 ,无论官吏百姓 ,一有适合的气候土壤 ,

便要萌生蔓延。其尤与穷达、失意有着天生的不解
之缘。《红楼梦 》之所以有着较为浓重的庄禅意识 ,

第一 ,自然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 ,与作者家族的先
盛后衰的经历有关 ,这些研究者已经说得很多 ,故无
需赘言。第二 ,与小说的题材有关 ,《红楼梦 》叙写
的是人生幻灭的悲剧 ,是家族败亡的悲剧 ,是爱情的
悲剧 ,这些都是与庄禅意识有着天生的缘分的。

注释 :
①正文与批语今见甲戌本 ,这段正文是甲戌本独自多出的四百

余字中的 ,别的本子中是没有的 , ———批语亦只甲戌本有。

②《红楼梦》的楔子一般指开头至“出则既明 ,且看石上是何故

事”句之前。甲戌本在此段之眉头有批语“若云雪芹披阅增删 ,然则

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 , ⋯⋯”故云脂砚斋的楔子观。

③宝玉对金钏说 ,他要向王夫人要她到怡红院去 ,以便朝夕相

处。金钏就用这一句话回答 ,本意是我们下人作不得主 ,任由主子驱

使。结果这句话成了金钏跳井自杀的谶语。

(责任编辑 　陈灿平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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